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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歌教师—樊丽娜
2005.05-至今

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

声乐副教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一、

参赛获奖
1990，获第四届全国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民族唱法荧屏奖

中央电视台主办

1990，获山东省首届渤海杯青年歌手电视大奖赛二等奖

全国总工会主办

1996，获第五届全国城市职工歌手邀请赛银奖

山东电视台主办

1987-2000，连年获青岛职工演唱比赛一等奖

青岛总工会主办

1989，聘为青岛电视台特邀演员
1995，获青岛市教育局“青年教师优秀专业人才”称号
1996，获青岛市教育局声乐课教学比赛优质课奖
二、

理论研究
1998，论文《谈声乐语言艺术及咬字吐字训练》获山东省优秀论文二等奖
2007，论文《歌唱艺术的声音及训练的切入点》获山东省文化艺术成果三等奖
2011，论文《声乐教学理念及模式研究》获山东省文化艺术成果三等奖

三、

其他荣誉
1990，当选青岛市第九次妇代会代表
1990，获青岛市总工会“为我市文化体育事业做出突出贡献”荣誉称号
2003，当选青岛市第十次妇代会代表
2008，获山东省教育厅优秀指导教师奖
2009，分获山东省教育厅、文化厅学生美声、民族演唱优秀指导教师奖
2010、2011，获青岛科技大学“我最喜爱的老师”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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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法教室—孙桂青
1990.11 至今

山东大学第二附属中学

党总支秘书、教科室主任、
中学高级教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美术教育呼唤以人为本》发表在《中国教育导刊》
《从一节比赛课谈电教媒体发挥的作用》发表在《希望月报》
《儿童美术教育应走出手把手的误区》发表在《高管专供》
《让美术教育走进孩子的心里》发表在《今日科苑》
《浅谈赏识性评价在美术教学中的独特作用》发表在《今日科苑》
《基于合作探究的美术欣赏课教学实践》发表在《山东教育》
《对中学美术欣赏课的教学探究》发表在《现代教育导报》
《中小学美术教育中亟待解决的几个问题》发表在《跨世纪》
《初中美术欣赏课教学新举措》发表在《山东教育》
《美术教学中培养初中学生审美素养的有效途径和方法》发表在《山东教育》
济南市 2012-2015 年度学科带头人
济南市教学研究室
2012.08
2011、2012 暑期山东省初中教师新课程远程研修优秀学员
省中小学师资培训中 2012.12
历下区学校艺术教育先进工作者
历下区教育局 2010.03
山东省第三届艺术展演艺术教育科研论文二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09.10
山东省第三届艺术展演艺术作品指导教师二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09.10
历下区教育系统宣传先进个人
历下区教育局 2007-2011
历下区教学能手
历下区教育局 2007.07
历下区优秀教育工作者
历下区教育局 2007.07、2013.09
济南市中小学中青年教师新课程教学能力大赛美术学科二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6.0
《走进远古时代》获济南市初中美术优质课评选一等奖
济南市教研室 2006.04
历下区中学美术优质课评选一等奖
历下区教研室 2006、2008、2010
山东省教育学会美术教学研究会专业委员会优秀教学论文评选一等奖
省教研室 2010.01
参加 2013 年中小学骨干教师高级研修项目（中学美术学科）被评为优秀，主持的课例被审
核采用为优秀课例资源
山东省中小学师资培训中心 2013.12、2014.04
《我与审美教育》
（调研报告）获山东省教育科研优秀论文二等奖
省教育学会 2014.08
书法作品获教育部中小学书法教育骨干教师优秀作品展评三等奖
教育部 2014.04
优秀教师
二附中 201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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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画教师—孙云水
1993/9 至今

山东省济南七中

艺术组组长

高级教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97 市教委工会书画展一等奖奖
99 市教委书画展优秀奖
2005 年 6 月全国教育学会组织的全国教师美术书法大赛二等奖
2004 年 3 月荣立济南市教育局、人事局三等功
2004 年 3 月被聘为市美术学科中心组成员
2006 年获教育系统书画大赛一等奖
2009 年 9 月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山东省艺术教育先进个人
2009 年 10 月被山东省教育厅评为艺术作品指导教师一等奖
2010 年 2 月指导的作品获教育部全国中学甲组一等奖
2008 年成为济南市美术学科带头人
发表作品
1995 年《山水》3 幅入选《中国当代名家作品集》
1995 年 4 月为明天出版社出版的《灿烂辉煌的中国古代文化》一书绘图 100 多幅
1998 年 12 月《山水》发表于《山东文学》
1997 年为《义务教育山东省五六年制语文挂图》双册教材及《义务教育山东省五六年制思
品挂图》双册教材绘图
1998 年为《义务教育山东省五年制语文挂图》单册教材及《义务教育山东省五六年制思品
挂图》单册教材绘图
1999 年 3 月《书法》《篆刻》发表于《诗书画》
2002 年 6 月《韩庆生先生其人其事》发表
2002 年 9 月《管窥韩庆生其艺其人》在《体育晨报》连载
2002 年 11 月《深山幽居》发表于《春秋》
2004 年 7 月《山水》发表于《春秋》
2004 年 8 月《山林幽居》发表于《山东人事》
2005 年 4 月《龙洞小景》《万壑有声》发表于《羲之书画报》
2005 年 5 月《水粉风景》入选《济南美术教师作品集》
2012 年《书画艺术》五版专题介绍孙云水山水作品
2013 年《新视听》介绍孙云水山水作品
2014 年月《齐风鲁韵》展
2014 年 9 月参加全国就成艺术联展名家展
2014 年 12 月赴韩参加中韩文化艺术交流，在首尔举办展览
2014 年 12 月参加《中国传统家训书作展》
2014 年 12 月参加全国就成艺术联展成都展
2014 年 12 月参加《大吉祥》名家贺年展
2014 年 12 月《山东商报》专题采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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舞蹈教师—乔红
2013 年 4 月至今

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副主任、舞蹈教师、高级教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本人 27 年在校外教育舞蹈教学、管理一线，2001 年荣获全国妇联授予的全国儿童校外
教育工作先进个人称号，2014 年华东地区校外教育中青年骨干教师。中国舞蹈家协会会员、
青岛舞蹈家协会副主席。历年编创的多个舞蹈作品荣获全国、省、市各类比赛奖项 70 余个，
组织艺术团参加青岛国际啤酒节、海洋节、电视军民春晚、北京奥运火炬传递启动仪式等重
大演出。策划、导演 10 余台中心庆六一晚会。创编舞蹈等艺术节目与来访的法国、匈牙利、
美国、乌克兰、白俄罗斯等十余个国家青少年才艺交流，并赴韩国、日本、港澳等文化交流。
1、1995 年指导的《快乐的孩子爱唱歌》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全国校园集体舞比赛获一等奖；
2、1999 年创编的舞蹈《展翅》参加由中国舞蹈家协会主办的全国少年儿童声乐、舞蹈展演
获表演、创作一等奖，优秀指导奖。选拔赴北京中南海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庆六一 《献给母
亲的歌》全国少年儿童专场晚会，受到国家领导人李鹏、吴仪等的接见。
3、2001 年创编的舞蹈《沙滩童趣》赴北京中南海参加文化部主办的庆六一 《新世纪之光》
全国少年儿童专场晚会，受到国家领导人彭佩云、万国全等的接见。
4、2003 年创作指导的舞蹈《沙滩童趣》、
《长大后就成了你》参加由中国文联主办的全国第
十届“推新人大赛”总决赛，分获少年、成人舞蹈组十佳奖，最佳指导教师奖。
6、2004 年创编的舞蹈《碧海之花》参加济南军区联勤部文艺汇演中获创作一等奖。
7、2005 年创编的舞蹈《好娃娃》参加中国儿童歌舞学会举办的“2005 中华民族儿童歌舞周
“获最佳作品奖，个人突出贡献奖，舞蹈园丁称号。
9、2007 年导演的音乐小品 《网虫回家》参加中国文联、中国戏剧家协会举办的第二届“中
国戏剧奖 小戏小品奖”获特别节目奖。
10、2009 年创编的舞蹈《飞吧 燕子》、《奔向大海》参加由中国儿童歌舞学会举办的“庆祝
建国 60 周年—中国少年儿童风采展”分获创作表演金奖、创作表演银奖。
11、2013 年指导的舞蹈《好娃娃》、音乐快板《献给祖国的歌》参加由中华社会文化发展
基金会主办的第六届“校园之星”两岸四地青少年艺术展演中均获特金奖。
12、2013 年编导的舞蹈《中国娃》、歌舞《青青的岛》参加由省委宣传部、教育厅、文化
厅等 8 家单位主办的山东省第五届少儿文化艺术节才艺大赛中，均获一等奖。
13、2014 年指导的舞蹈《巾帼小不点》、音乐小品《呼唤的时空》参加由省委宣传部、教
育厅、文化厅等 8 家单位主办的山东省第六届少儿文化艺术节才艺大赛中，均获一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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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极扇教师—李增坤
2005.12-今

潍坊科技学院

副校长、一级教练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在工作中，认真钻研业务知识，不断创新探索新的教学训练方法，积极进行专业技术科学研
究，先后在国家级刊物发表论文《浅析武术运动素质训练》、《学校武术课训练教学》。在全
国省市各级各类武术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
2014 年 7 月，第二十三届山东省全运会武术套路比赛大学生组获金牌 11 枚，银牌 11 枚。
2014 年 8 月，第十二届全国中运会武术套路比赛 杜兆晶获男子男拳第一名。
2013 年 10 月，山东省武术学校武术套路锦标赛获金牌 12 枚，银牌 6 枚。
2012 年 8 月，第十二届全国武术学校武术锦标赛张雪双获长拳刀术第一名，杜兆晶获长拳
棍术第一名，高瑞获长拳剑术第二名。
2012 年 10 月，山东省武术套路锦标赛获金牌 13 枚，银牌 7 枚。
2011 年 9 月，第十一届全国武术学校武术套路锦标赛刘肖获女子长拳刀术第一名，冯雪获
太极拳、太极剑第二名。
2011 年 11 月，山东省武术学校武术套路锦标赛获金牌 14 枚，银牌 8 枚，铜牌 6 枚，团体
总分第一名。
2011 年 6 月，第一届山东省大学生武术套路锦标赛获金牌 12 枚，银牌 11 枚，铜牌 3 枚，
团体总分第一名。
2010 年 10 月，第九届全国武术套路锦标赛刘莹获太极拳、太极剑第一名，祝晶晶获女子
长拳刀术第一名，田浩获男子长拳剑术第二名，王先获通臂拳、九节鞭第一名。
2010 年 12 月，山东省武术学校武术锦标赛金牌 16 枚，银牌 6 枚，团体总分第一名。
1990 年 10 月，山东省希望杯武术套路比赛李增坤获男子刀术第一名，棍术第二名。
1991 年 11 月，获山东省高校武术散打比赛 64 公斤级第二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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腰鼓教师—刘宗涛
2012 年 6 月至今

胶州市茂腔秧歌艺术传承保

主任兼书记

护中心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2003 年，茂腔小戏《追房客》、《妹夫大姨子》分别获得青岛市“人口与文化”文艺调演的二
等奖和一等奖；获省“人口与文化”文艺调演的三等奖和二等奖，并被入选全国“人口与文化”
文艺调演获得了铜奖。
2004 年-2005 年青岛市文化工作先进个人
2005 年茂腔现代戏《村长上任》荣获山东省地方戏小型戏曲新创作剧目会演剧目三等奖及
演员二等奖和三等奖等多个奖项。
2006 年《胶州秧歌》荣获省首届文博会优秀表演奖。
2007 年《胶州秧歌》进京参加中央电视台举办的《“交银理财杯”第四届 CCTV 全国电视舞蹈
大赛》荣获表演优秀奖。
2007 年 CCTV 第四届全国舞蹈大赛优秀表演奖、全国第十四届群星奖。
2008 年由刘宗涛创作的《青春 希望新农村》获得“佳元杯”青岛市农村青年原创文艺作品大
赛二等奖。
2008 年，胶州茂腔《赵美蓉观灯》和胶州秧歌《喜洋洋》以及由胶州秧歌元素改编的舞蹈
《少海清荷》荣获“谁不说俺家乡好”山东地方文艺大赛第一名。
2009 年 6 月刘宗涛《胶州秧歌教材》专著类荣获山东省文化艺术科学优秀成果奖二等奖。
2010 年 9 月第八届中国民间艺术节暨第九届中国（大同）云冈文化艺术节，胶州秧歌《喜
洋洋》荣获金奖。
2011 年 1 月山东省上海世博会参展工作二等功。
2012 年 1 月胶州秧歌赴意大利罗马参加中国文化年闭幕式，获中华人民共和国驻意大利大
使馆办法的荣誉证书。
2013 年舞蹈《豪情鞭鼓俏秧歌》获文化部颁发的第十届艺术节群星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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脸谱教师—左磊
2015 .3-----------

山东省济南第五中学

教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三等奖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

1997.9

一等奖

山东省教育委员会

2000.6

教育学会美术专业委员会教案评比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委员会

2000.6

美术学科优质课评优活动

一等奖

历下区教育委员会

2000.1

美术教师优秀美术作品展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1.1

第三届中师中小学教师美术作品展

二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01.1

美术教师创新教案评比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1.11

金星杯美术优秀教案评选

一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01.12

首届中小学书法美术作品展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2.1

美术课程标准优质课展评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2.12

第二届中师,中小学教师美术作品展览
美术第二届三次学术年会优秀教案评
比

优秀教育工作者

历下区人事局教育局

2006.9

美术教学论文评选活动

一等奖

济南市教育局

2006.12

中小学美术教学论文评选

一等奖

山东省教育厅

2006.12

历下区教育局

2008．3

美术学科中心教学研究组成员
戴向日葵的静物，过年

山东省美术教师精品
集济南卷

湖南美术出版社

2009.5

2009 年拜社火脸谱大师李继友学习脸谱技艺
第七届全国中小学师生藏书票大展

二等奖

论文《版画世界雕刻人生》

一等奖

中国教育学会美术专
业委员会
中国教育学会美术专
业委员会

2010.10
201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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功夫教师—魏鑫
2009 年——至今

山东朁武术院

教练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本人曾经在 1997 年全国武术套路冠军赛获得第一名
2009 年获得省委省政府一等功的殊荣
2009 年世界武术竞标赛学生吕勇绪获得棍术第一名
2012 年世界武术竞标赛学生孙培原获得刀术第一名
2009 年全运会武术套路冠军赛学生曹静，吕勇绪获得长拳，刀棍三块金牌
2006 年在北京体育大学参加优秀教练员培训班
2009 年在山东训练中心参加山东省第一期优秀教练员学习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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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竹教师—刘佩佩
何年何月至何年何月
2004 年 8 月至今

在何单位何部门工作
胶州市实验小学

职务、职称
教师

工作成绩（发表论文、获奖以及参加学术会议等情况）
1、参与青岛市教育科学“十一五”规划课题“乡土特色的音乐校本课程开发研究”课题研究。
2、参与中国教育学会申请立项全国“十一五”规划课题《器乐教学中的学生音乐素质与创造
思维培养研究》的子课题《如何通过器乐教学提高音乐课堂教学的有效性》。
3、参与全国教育科学“十五”规划课题“胶州秧歌为体育校本课程的开发和研究”。
4、撰写的文章《让音乐课堂成为培养孩子创造力的舞台》一文，在 2014 年度“国家中长期
教育发展改革与实践”全国中、小学教师优秀论文评选活动中，荣获一等奖并发表。
5、撰写的论文《培养学生综合 创新舞蹈教学》在山东省第十四届教育教学“百佳”论文评选
中，荣获“百佳”一等奖。
6、撰写的《如何在少儿舞蹈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感受力和表现力》获得山东省中小学教育科
研优秀成果二等奖。
7、撰写的《音乐教学中德育的渗透》发表在 2014 年 8 月《教师博览》。
8、撰写的《音乐是生命中的清泉》发表在 2014 年 7 月《教育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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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舞蹈教师—袁理娜
2010 年至今

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

中学二级教师

袁理娜，青岛市舞蹈家协会会员，任职青岛市妇女儿童活动中心文艺部教师，少儿舞蹈项目负
责人，担任舞蹈艺术团及业余班教学工作，取得了较好成绩，成绩如下：
1、2010 年 7 月，本人表演的独舞《映山红》参加由青岛市组织部和市直机关党委组织的青岛市庆祝
建党 89 周年文艺演出，获二等奖；
2、2010 年 8 月带领艺术团学员赴上海参加由宋庆龄儿童发展中心举办的 2010“畅想世博”全国青少年
艺术风采比赛，指导的少儿群舞《飞吧 燕子》获一等奖，群舞《春天话语》获二等奖，本人获优
秀指导教师奖；
3、2011 年 4 月，本人表演并担任领舞的群舞《我生长的地方》参加由青岛市组织部和市直机关党委
组织的“创先争优创建岛城先锋党建品牌”文艺创作展演，获表演一等奖；
4、2011 年 5 月指导的少儿歌舞《帆的故乡》参加由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阵地举办的山东省第三届少
儿才艺大赛，获群舞一等奖；
5、2012 年指导的少儿群舞《飞吧 燕子》参加由山东省教育厅举办的“弘扬民族魂 喜迎十八大”齐鲁
情，山东省校园学生才艺大赛展示活动群舞一等奖，本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6、2012 年 9 月赴成都参加第二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新理念 新模式”研讨活动；
7、2013 年 2 月指导的少儿群舞《花儿朵朵向太阳》赴香港参加“星耀香江”第六届校园之星两岸四地
青少年展演，获金奖，本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8、2013 年 5 月指导的少儿歌舞《青青的岛》赴济南参加由山东省阵地协会举办的山东省第五届少儿
文化艺术节，获歌舞类一等奖；
9、2014 年 5 月指导的少儿群舞《巾帼小布点》参加由山东省阵地协会举办的山东省第六届少儿文化
艺术节，获舞蹈类一等奖，本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
10、2014 年 11 月 1 指导的少儿群舞《巾帼小布点》参加由青岛市舞蹈家协会举办的“祖国飞扬”2014
青岛市舞蹈大赛，获少儿组二等奖；
11、11 月 15 日参加山东省少年儿童舞蹈大赛，获金奖，指导的另一个群舞《花儿朵朵向太阳》也获
金奖，本人获优秀指导教师奖；4 月 16 日—19 日赴苏州参加 2014 年华东校外教育课程建设基础
理论与实践研修班；9 月 15 日—19 日赴北京参加第三届全国未成年人校外教育兴趣小组活动“新理
念 新模式”研讨活动；课程《我与阳光共起舞》在山东省妇女儿童活动阵地举办的优秀论文、课件
及案例征集中获三等奖；论文《胶州秧歌对少儿舞蹈教育的影响》在 2014 华东校外教育实践研究
成果征集活动中获三等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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